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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社区人群高血压和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的

现况调查及相关分析
黄海威

谭双全

【摘要】

目的

付贤

彭丹心

刘秀琴

林锐金

吴述恒

黄家星

调查社区人群高血压和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的现状，进一步分析高血压的危险因

素，探讨高血压患者血管紧张素Ⅱ、前列环素和一氧化氮水平的变化。方法

整群抽取社区汉族成年

居民１１３４人，测量其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和血压，并记录病史资料。用镉还原法检测血清一氧化氮
水平，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浆血管紧张素Ⅱ和前列环素的浓度。所有数据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

目标人群中高血压患者占４４．５％，标准化患病率为１５．３％。随着年龄的增加高

血压患病率逐渐升高。超重和肥胖是高血压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性别、吸烟史和饮酒史没有进入高
血压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高血压三组的血管紧张素Ⅱ水平都比正常组低，其中以已控制血压组最
低；已控制血压组和已知高血压未控制组的前列环素和一氧化氮水平较正常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而新查出高血压组前列环素和一氧化氮水平升高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血压的患病率

呈逐年升高的趋势，控制体重将有利于高血压的预防。推测：患高血压后，人体内肾素血管紧张素一
醛固酮系统的负反馈调节机制依然存在，这一假想可能有助于高血压发病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高血压；血管紧张素Ⅱ；前列环素；一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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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

论测量时血压是否正常亦列入确诊高血压。②肥胖

是心脑血管病最常见的危险因素。近年来随着人们

及超重诊断标准：ＢＭＩ≥２４ ｋ９７ｍ２为超重，ＢＭＩ≥

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年龄结构的

２８

老龄化，高血压的患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到目前

女性腰围＞８０ ｃｍ、ｗＨＲ＞０．８５为向心性肥胖心。４ｏ。

为止，原发性高血压的确切病因还不清楚。为此，我

③分组标准：目标人群按高血压情况分为正常组和

们对广东省某社区汉族人群做横断面调查，研究社区

高血压组；高血压组再细分为已控制高血压组（曾由

汉族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及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现状，

县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有高血压、调查时血压已控

探讨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以及高血压患者血管紧张素Ⅱ

制在正常范围），已知高血压未控制组（曾由县及县

（ＡｎｇⅡ）、前列环素（ＰＧｌ２）和一氧化氮（ＮＯ）水平的变

级以上医院诊断有高血压、调查时血压仍高于正常

化，以期为高血压的社区防治提供参考。

范围）和新查出高血压组（既往无高血压病史，调查

ｋｇ／ｍ２为肥胖；男性腰围＞８５ ｃｍ、ｗＨＲ＞０．９０，

时才发现患有高血压）。
对象与方法

３．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Ｙ２检验分析，计量

１．对象：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奇社区，以居

资料先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资料用均数和标准差

委会为调查单位，整群抽样当地土生土长的汉族成

描述、用￡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比较，非正态资料用

年居民１４０５人，并由居委会通知、监督，入选个体在

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描述，编秩后，用秩次做方差分

２个月内到容奇医院门诊，由专职医务人员填写统

析的多重比较。以向前逐步法进入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

一的调查表、记录居民病史和体格检查。共有１１３４

回归，探讨高血压的独立预测因素。所有数据统计

人应答，应答率为８０．７％，其中男性３７６人、女性

均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以ａ＝０．０５作为有无统计学

７５８入，年龄５５．２岁±１３，７岁，以５５岁为年龄切点

意义的判断标准。

分成两个年龄组：男性＜５５岁１６２人（４３．１％），≥

结

果

５５岁２１４人（５６．９％）；女性＜５５岁３４０人
（４４．９％），≥５５岁４１８人（５５．１％）。男女各年龄组
构成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７２）。

１．目标人群高血压构成：如表１所示，目标人群
中男性高血压患者１５９例，占男性的４２．３％，女性

２．方法：

高血压患者３４６例，占女性的４５．６％，男女之间高血

（１）问卷调查与人体测量：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

压构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３１３）；≥５５岁年

般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劳动强度、吸烟、饮酒状况、

龄组高血压患者占６０．１％，明显高于＜５５岁组

慢性病患病与治疗情况等。慢性病史的确定以调查

（２４，９％，Ｐ＜０．０１）。总目标人群中高血压患者占

对象自述为准，但必须经区（县）级以上医院诊断。

４４．５％，经用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作为

人体测量包括血压、体重指数［ＢＭＩ，ＢＭＩ＝体重

标准人口标化后，标化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５．３％。

（ｋｇ）／身高（ｍ）２］、腰臀比（ＷＨＲ，ｗＨＲ＝腰围／臀

表ｌ

目标人群男女各年龄组高血压患病情况

围），其中腰围在髂前上嵴和第１２肋下缘连线的中
点水平测量，臀围在耻骨联合水平测量臀部最大径。
（２）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检测：应用放射免疫分析

法测定血浆中ＡｎｇⅡ、ＰＧｌ２浓度，用镉还原法检测
血清ＮＯ水平。所有试剂盒均购自解放军总医院科
技开发中心，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其中ＡｎｇⅡ放射
免疫分析药盒批内变异系数Ｃｖｗ＜５％，批间变异系
数Ｃｖｂ＜１０％；ＰＧｌ２放免药盒批内变异系数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与＜５５岁组
比较，８

ｘ２＝９０．２０４，Ｐ＜ｏ．０１；６

ｘ２＝４６．９５６，Ｐ＜ｏ

０１；。ｆ＝

１４０．５４７．Ｐ＜Ｏ．０１

Ｃｖｗ＜３．５％，批间变异系数Ｃｖｂ＜１０％。

（３）诊断与分组标准：①高血压诊断标准：采用
１９９９年ＷＨＯ／ＩＳＨ标准（ＳＢＰ≥１４０

２．目标人群高血压独立危险因素的非条件

ｍｍ Ｈｇ，ＤＢ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可能与高血压相关的因素（年

ｋＰａ）…。有高血压病

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腰围、ＢＭＩ、ｗＨＲ），用基

史（由县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或服药２周以上者无

于偏最大似然估计的前进法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９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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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寻找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如表２

高于１９９１年全国第三次高血压抽样调查时的

所示：年龄（ＯＲ＝４．０１９，９５％Ⅸ：３．０２４～５．３４１）、

１１．２６％Ｌ５ｊ，也高于１９９８年广东省糖尿病流行病学

腰围（０Ｒ＝１．６１８，９５％ａ：１．１０１～２．３７８）、ＢＭＩ

调查协作组得出的标化患病率１３．８８％（三者关于高

（ＯＲ＝１．６４８，９５％Ｃ，：１．１８４～２．２９５）、ＷＨＲ

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一致的）Ｍ。。目标人群高血压患

（０Ｒ＝１．４５４，９５％ａ：１．０２９～２．０５５）是高血压的

病存在以下特点：男女之间高血压患病无明显差异，

独立危险因素。

高血压患病人数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表２

目标人群高血压独立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随着年龄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升高。本文
目标人群≥５５岁组患高血压的风险是＜５５岁组的
４．０１９倍（９５％ＣＩ：３．０２４～５．３４１），这与国内外大多
数研究结果一致。原因主要可能是老年人血管弹性

下降，个体血压值升高，累积患病人数增加。７｜。
ＢＭＩ、腰围和ＷＨＲ进入了回归方程说明超重和肥
３．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的人群分布特点：如表３

胖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超重和肥胖导致高血压的

所示，男女之间ＰＧｌ２、ＡｎｇⅡ和ＮＯ水平差异无统计

机制尚未完全明了，可能与减少肾脏钠排泄、增高交

学意义；不同年龄组间，ＰＧｌ２和ＮＯ随着年龄增加

感神经兴奋性、改变肾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以及胰岛

而升高，ＡｎｇⅡ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其中女性各年

素抵抗有关隅－１０Ｊ。性别、烟酒史与高血压的关系目

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男性各年龄组问的

前的报道并不一致，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三者不是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１９９８年广东省糖尿病

４。高血压组与正常组ＡｎｇⅡ、ＰＧｌ２和Ｎｏ水平
的比较：如表４所示，高血压组ＡｎｇⅡ水平较正常

流行病学调查协作组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哺１，可能
是因为研究对象所在区域的不同。

组低，ＰＧｌ２和Ｎ０水平较正常组高；在高血压组内

３．不同年龄组间，ＰＧｌ２和Ｎ０随着年龄增加而

以已控制高血压组ＡｎｇⅡ水平最低、ＰＧｌ２和ＮＯ水

升高，ＡｎｇⅡ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其中女性各年龄

平最高，新查出高血压组居中，但高血压三组间的差

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男性各年龄组间的差

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随着年龄的增加高血压

讨

论

的患病率增加有关；在女性表现更为明显，可能与
５５岁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关。

１．本文目标人群标化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５．３％，

本研究发现高血压三组的ＡｎｇⅡ水平都比正常
组低，其中以已控制

表３

目标人群ＰＧｌ２、ＡｎｇⅡ、Ｎ０水平的分布特点

高血压组最低；高血
压三组ＰＧｌ２和ＮＯ

水平较正常组均有升
高，其中已控制高血
压组和已知高血压未
控制组的ＰＧｌ２和
ＮＯ水平较正常组升
注：秩和检验，。表示与＜５５岁组比较，Ｐ＜Ｏ．０５；６表示与≥５５岁组比较，尸＜Ｏ，Ｏｌ

高，有统计学意义，而
新查出高血压组

表４

目标人群各组ＡｎｇⅡ、ＰＧｌ２和’ＮＯ水平［中位数（四分位间距）］

ＰＧｌ２和ＮＯ水平的

升高未达到明显统计
学差异。经过分析，
我们认为高血压组

ＡｎｇⅡ水平降低可能
注：秩次的方差分析，。表示和正常组比较尸＜０．０５；６表示和正常组比较Ｐ＜Ｏ．０１

的原因是：当人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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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升高时，肾灌注压升高，作用于肾血管上的压力感

血压发病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但是目前我们的结果

受器，近球细胞的肾素分泌减少，对血中血管紧张素

只是来源于一个社区人群在某一时点的横断面调

原的作用下降，ＡｎｇⅡ生成减少，最终导致ＡｎｇⅡ水

查，还需要更多的流行病学资料和病例对照研究或

平下降来调节血压平衡，当各种原因导致血压升高

者动物实验来进一步论证。

达到或者超过高血压诊断标准时，这种负反馈调节
参

机制并没有消失；在已控制高血压组中可能因为降
压药物的使用（如ＡＣＥ抑制剂）和其他降压措旋的

实施，进一步降低了血浆ＡｎｇⅡ浓度，以致已控制高
血压组ＡｎｇⅡ浓度最低。

已控制高血压组和已知高血压未控制组的
ＰＧｌ２和ＮＯ水平较正常组升高亦可能主要是因为
降压药物的使用导致的。①ＡＣＥ抑制剂是目前最
常用的降压药之一，其作用机制除了有降低ＡｎｇⅡ
水平外，还有保存缓激肽活性的作用，缓激肽能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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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力的变化，从而使内皮细胞膜运动增加，因而膜
素合成酶依次作用下，促进ＰＧｌ２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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